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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比什凯克

6

月

12

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12 日乘专机抵达比什凯

克，开始对吉尔吉斯共和国进行国事访

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当地时间晚 7 时 40 分许， 习近平

乘坐的专机抵达玛纳斯国际机场。 习近

平步出舱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

科夫在舷梯旁热情迎接。 当地女青年向

习近平献上鲜花和面包、蜂蜜，表达对

尊贵客人的欢迎。 吉尔吉斯斯坦礼兵沿

红地毯两侧列队，行注目礼。

两国元首亲切交谈。 习近平感谢热

恩别科夫亲赴机场迎接，向友好的吉尔

吉斯斯坦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

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中吉两国

山水相连，人民世代比邻而居。 古老的

丝绸之路将我们紧密连接在一起。 当

前，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

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两

国已成为真正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

伴。 访问期间，我将同热恩别科夫总统

就深化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共建

“一带一路”、扩大各领域互利合作以及

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

交换意见，为中吉关系未来发展描绘新

蓝图。 相信这次访问将巩固中吉传统友

好，推动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

台阶。

习近平强调，比什凯克峰会对上海

合作组织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吉尔

吉斯斯坦作为轮值主席国，为筹备这次

峰会做了大量工作。 相信在各成员国共

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取得丰硕成

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发展。

热恩别科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到访，表示我对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期

待已久。 吉方感谢中方对吉尔吉斯斯坦举

办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大力

支持。 吉尔吉斯斯坦同中国的新疆比邻

而居，对包括新疆在内中国的迅猛发展

深表赞叹，对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取得的成就深感钦佩。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陪

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杜德文

也到机场迎接。

结束在吉尔吉斯斯坦行程后，习近

平还将赴塔吉克斯坦出席在杜尚别举

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

五次峰会并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

问。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开始访问吉尔吉斯共和国

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信息时报讯

连日来，我省多地发生

强降雨，部分地区受灾较为严重。 正在

国外访问的省委书记李希非常重视强

降雨防御工作， 始终关注了解有关情

况，并对防御工作提出要求。 6 月 12 日，

省长马兴瑞在省应急管理厅指挥中心

主持召开强降雨防御会商会，听取有关

部门情况汇报，与梅州、河源、汕尾、韶

关等地市视频连线，进一步研判当前强

降雨防御形势，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马兴瑞强调，各有关地市和有关部

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对当前极端天气和

灾害频发多发的严峻形势保持清醒头

脑，提高警惕，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放在首位，落细落小落实各项防御措

施。 一要科学研判，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工作，做到实时监测、滚动预报、及时预

警，力求精准、通俗易懂可操作，提前部

署预置应急力量和人员转移等防御工

作。 二要突出重点，针对强降雨叠加影

响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城乡易涝

区等地区， 加强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

三要集中力量，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工作，确保人员转移、灾民安置、医疗救

助、 后勤服务等抢险救灾工作有力有

序。 四要落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严

格落实三防工作责任制，将防汛责任明

确到人、防汛措施落实到户。

武警广东省总队政委王亚东参加

会议。

吴哲 张子俊 符信

李希对强降雨防御工作作出部署要求，马兴瑞主持召开强降雨防御会商会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落细落小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委书

记张硕辅到南沙区黄阁镇开展人大代

表联系群众活动，现场察看黄阁镇政务

服务中心、 网格化服务管理指挥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召开座谈会，听取南沙

区人大代表和群众代表在穗港科技合

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配套、

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方面的意见

建议。 随后，就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加快推进南沙自贸区重点项

目建设开展调研。

张硕辅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大学习、深调研、真

落实”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群

众路线， 推动人大代表更好履行职责使

命，为高质量发展汇智聚力。 人大代表要

开展好进社区活动， 深入基层倾听群众

呼声，帮助解决群众“烦心事”“操心事”，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进一步完善网

格化服务管理机制，围绕实现小网格、大

服务，细化明确网格工作责任，充分发挥

网格员基础作用，完善市、区、镇

（街）

、村

（居）

联动指挥体系，及时发现各类问题、

分级分类快速处置，做到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 各级党组织要及时研究解决代表

提出的意见建议， 建设好各级人大代表

联络站， 为各级人大组织和人大代表履

行职责、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张硕辅强调，要切实把南沙自贸区

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紧紧扭住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这个“纲”，对表对标最高最

好最优，攻坚克难、真抓实干，推动南沙

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坚持规划引领，

强化南沙城市副中心功能，提升土地集

约节约利用水平， 扎实推进产城融合，

加快补齐交通、住房、教育、医疗等短

板，为建设大湾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

生活圈提供有力支撑。 围绕建设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主动对接港澳科技创新资

源，重点推进南沙科学城及明珠科学园

建设。 围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专业服务业等产业发展重点，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深化推进国家级健康旅

游示范区建设，加快推进恒大新能源汽

车、广东智能无人系统研究院等项目建

设。 围绕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

纽，以粤港深度合作园为载体，推动穗

港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提高口岸通关

效率，增强国际航运枢纽能级。 各级各

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 深化改革创新，

协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市领导蔡朝林、于绍文，市直有关

部门和南沙区负责人参加有关活动。

张硕辅到南沙区开展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动并调研自贸区建设

协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推动南沙自贸区建设上水平走前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符信）

6 月 11 至 12 日， 珠三角地区美

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广州市从化

区召开。 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

求，深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部署

全域推进珠三角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加快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匹

配的美丽乡村。 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

记张硕辅， 省委常委叶贞琴出席并讲

话。

会议强调，珠三角各市要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增强珠三角美丽乡村建设的

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将乡村振兴、美

丽乡村建设作为省委省政府“1+1+9”工

作部署的重要内容，以新的更高标准要

求， 全域推动珠三角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努力建设与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

城市群相匹配的美丽乡村， 高标准、高

水平打造全省乃至全国乡村振兴先行

区。 一要推进“美丽家园”行动，加快提

升村庄绿化美化亮化水平。 所有村庄要

按时完成“三清三拆三整治”基础整治

任务， 充分利用清拆整治的闲置土地

见缝插绿， 推进村庄绿化美化， 促进

庭院内外美观整洁。 要铁腕整治乡村

“两违”， 着力解决农村“三线” 问题，

开展多种形式的微改造， 全面提升村

庄建设品质， 提升村庄文化内涵。 二

要推进“美丽田园” 行动， 从根本上

解决田间地头乱搭乱建乱污染问题。

坚决清理田间地头的塑料垃圾和乱堆

乱放杂物， 彻底整治农田“看护房”，

推进畜禽养殖业转型升级， 开展美丽

田园改造提升， 逐步将田园打造成大

湾区的“城市花园” “城市湿地”。 三

要推进“美丽河湖” 行动， 从根本上

实现“河畅、 水清、 堤固、 岸绿、 景

美”要求。加快“万里碧道”建设，大力开

展“五清”专项行动，加强农村污水处

理，积极开展乡村河道两岸风貌整治和

景观打造， 努力建成美丽湾区休闲绿

道。 四要推进“美丽园区”行动，从根本

上改善提升乡村宜居宜业环境。 大力开

展园区环境基础整治，全面推进村级工

业园区改造升级。 五要推进“美丽廊道”

行动，全面展现岭南乡村风貌。 以沿交

通线、沿边界线、沿旅游景区、沿城市郊

区等“四沿”区域为突破口，大力推进交

通主干线生态景观走廊建设。

会议要求，要强化珠三角美丽乡村

建设的保障，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突出问题导向，对症

下猛药、抓整治，把各项工作落细落小

落具体。

现场推进会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

式召开，珠三角各市（县、区）设分会场，

会议播放了珠三角片区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问题暗访片，主会场参会代表还参

观了从化区良口镇米

埗

村、江埔街海

塱

村和温泉镇南平村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方面的探索

实践。

广东省召开珠三角地区美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

努力建设与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相匹配的美丽乡村


